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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峰会呼吁践行“零碳使命”
日前，由凤凰卫视集团和世

界自然基金会主办的“绿色发展
碳路中国”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
会 2022 在京举办。 本届峰会响
应了近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
开的第 27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引起联合国
相关机构及相关国际组织的高
度关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
振华在给“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
会 2022”的贺信中敦促，当今全
球气候变化已从未来挑战变为
现实而紧迫的气候危机，改变刻
不容缓，行动需在当下。 他表示，
2022 年开年以来， 全球多地高
温，干旱、暴雨等极端事件频发，
给自然生态环境、 经济社会、生
产秩序、民众生命健康带来严重
威胁。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
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呼吁，
气候变化议题，迫切需要国际社
会的高度关注与一致行动。 徐威
表示，在今年夏天，全球多国遭
遇持续高温， 导致山火蔓延，用
电紧张，粮食减产，上亿民众遭
受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影
响。 随着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灾
害日益频繁。

当全球都在寻求答案的时
候，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和

成效无疑为发展中国家低碳转
型提供了借鉴，为全球气候治理
作出了表率。

徐威引用国家生态环境部
数据，2020 年， 中国碳排放强度
比 2005 年下降 48.4%，获得国际
社会普遍赞誉；2021 年， 中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 10 亿千
瓦，稳居世界第一，为可持续发
展贡献了中国绿色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
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则在本届
峰会的开幕演讲中给出了解决
气候问题、践行双碳战略的“中

国方案”。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首先要节能提效。 他强调，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 也是一个长达几十年
的科学转型过程， 需要深度的
管理创新、科技创新、金融支持
和企业参与。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同样
提到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卢伦
燕表示，追求可持续、高质量的
发展，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角
度来看，必须要碳能源转型。 中
国到 2050 年可以实现 88%的一
次能源来自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她认为，中国现在工商企业的能

效还有很大提高的余地，节能减
排首先可以给自己带来经济效
益的，同时又可以更好地参与到
从微观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工
作当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
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潘家华认为，要切换赛道，意味
着在能源消费中占比 85%的化
石能源要转向零碳的非化石能
源。 他指出，过去十年，太阳能
光伏发电的成本降低了 90%以
上， 风电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二
以上， 光热和储能等都具有相
当的竞争力。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贾康在主旨演讲环节谈
道，大家都高度重视双碳目标，
要实现它， 往前推进的过程中
却出现了把系统工程碎片化的
偏差。 贾康说：“我们希望在以
后推进实现零碳目标持久战的
过程中， 以更高的政策理性和
实践理性来遵循客观规律，更
好地合乎规律性的要求， 去掌
握推进过程。 ” （李庆 ）

巨量星图新增“公益任务”功能
推动抖音创作者与公益机构连接

近日， 巨量星图宣布上线
“公益任务”功能，旨在搭建一
个方便创作者与公益机构对接
的平台。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些
创作者希望参与公益， 却找不
到认可的公益项目。 而一些公
益机构联系不上创作者， 有些
邀约常常得不到回复， 有时被
质疑真实性。 不信任，效率低，
成为创作者和公益机构之间的
壁垒。“公益任务”功能则希望
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据了解，“公益任务”功能借

助于巨量星图订单交易平台，发
布创作者公益招募计划，面向抖
音平台 10 万粉丝以上的创作
者。 创作者报名后，公益机构根
据需求选择创作者，就可以给创
作者下单，创作者接单后与机构
自主对接，完成公益任务。

抖音创作者竺天天和马浩
博就联合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
会拍摄了一则公益视频。 拍摄
前， 他们与该公益机构商定脚
本内容及呈现方式。 当天，两人
买了粮油米面肉和学习用品，
陆续送给三户贫困的农村家

庭，并和孩子们交流。 公益项目
名称叫“点亮孩子求学梦”，视
频发布后获得 16 万点赞，有粉
丝评论“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
人撑一把伞”。

截至目前， 已有 6000名创
作者报名和参与，字节跳动公益
平台为相关创作者内容提供免
费的流量扶持。 目前，入驻“公益
任务”功能的公益机构有 13家，
创作者完成 60余单， 筹款超过
40万元，据负责人介绍，公益任
务中心筹款效率较高，未来将开
放给更多公益机构。 （张明敏）

“心系老年·孝心工程”
集社会力量践行敬老孝亲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主办、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支
持、京都念慈菴总厂有限公司爱
心支持的“心系老年·孝心工
程———青春伴夕阳”全国高校陪
伴活动，携手浙江大学志愿开展
孝亲敬老实践，在这个深秋时节
为杭州市翠苑一区社区的老人
们送去了暖暖的关怀。

本次活动主题为“染缬青
苍忆峥嵘， 香草芬芳缀年华”。
浙江大学的志愿者们通过陪伴
老人体验扎染艺术、制作香囊、
练习孝心养肺健身操等方式，
让老人们陶冶审美情操、 丰富
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老人
们在与年轻人的互动和交流中
收获了温暖， 感受到社会和年

轻一代的关怀。
志愿者们搜集了很多资

料， 深入了解扎染技艺流程和
草药功效， 并根据老年人的特
点， 特意选择一些简单且染色
效果好的方法， 优化了扎染流
程，以增强老年人的参与感。

孝老活动并非是单向的，
它搭建了一座跨越年龄代际的
桥梁， 让青年人与老年人能够
更好地沟通， 将彼此的活力互
相传递， 让心灵在碰撞中获得
更深的触动。 志愿者们纷纷表
示，在活动过程中，爷爷奶奶也
把热情与温暖传递给了他们。

活动中， 项目志愿者还设
置了热饮品尝区， 提供枇杷膏
赠饮服务， 在干燥的秋季为老

年人送去了滋养和甘甜。
据悉，“心系老年·孝心工

程” 项目已开展 11 年。 2022
年，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启动

“家庭支持行动-心系老年·孝
心工程”的全新篇章，通过发放
宣导资料、 开展家庭登高健步
走、 孝心宣言接力等系列主题
活动， 集合社会力量共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践行敬老
孝亲的传统美德。

作为项目的主要内容之一，
“青春伴夕阳” 全国高校陪伴活
动还将走进重庆、成都、西安等
城市，集结更多的高校志愿者，
在孝老助老的公益之路上，为
更多老人的生活注入青春的活
力、绚丽的色彩。 （徐辉）

近日，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
上，罗氏制药中国携手生态圈伙
伴，共同启动了“撑启未来———
SMA 超级妈妈全维支撑计划”。
项 目 聚 焦 脊 髓 性 肌 萎 缩 症
（SMA）罕见病群体的未尽之需，
以“超级妈妈 ”为圆心 ，辐射患
者、家庭和整个社会，希望凝聚
各界力量，打造集“筛、诊、治、
保”一体化、全方位的 SMA 支持
体系， 助力更多 SMA 患者及其
家庭回归正常生活。

作为一种可致残、 致死的罕
见神经疾病，SMA 在新生儿中的
发病率约为 1/10000，每年国内新
增约 1000 例，是导致婴儿死亡的
最常见遗传疾病之一。 随着病情
的进展， 肌无力可进一步导致骨
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其
他系统异常。如不进行有效治疗，
80%的 SMA 重症患儿会在一岁
内因呼吸衰竭而失去宝贵生命，
鲜有患儿存活超过两岁。

此外， 相较于儿童患者，有
相当比例的 SMA 患者在青少年
或成年期发病， 但由于起病隐
匿，症状易与其他神经肌肉疾病
混淆，患者在确诊时往往已经历
漫长病程，且多伴有复杂的脊柱
畸形。

“随着 SMA 诊疗事业的发
展，SMA 患者已经从多年前的无
药可医到现在有了多样化的治
疗方案选择。 ”中华医学会儿科

学会分会罕见病学组组长、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王艺教授谈道，“SMA 领
域的发展也指引了罕见病整体
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很欣喜地
看到罗氏发起‘超级妈妈’这个
患者关爱项目，也期待这个项目
能为 SMA 患者家庭带来更系
统、全面的支持，帮助提升患者
生存质量。 ”

SMA 家庭仍存在诸多现实
难题。 美儿 SMA 关爱中心执行
总监邢焕萍谈道，作为长期服务
于 SMA 患者和家庭的社会组
织，该中心将与项目同行，通过
开展患者关爱、大众早筛、疾病
科普、社会倡导等行动，以本次
活动作为起点，让全社会更加关
注 SMA 社区。

“利司扑兰从 2020 年首次亮
相进博会， 到去年加速获批上
市，不断刷新的‘中国身份’也是
罗氏以最大的努力与诚意惠及
中国患者的一个绝佳印证。 ”罗
氏制药中国客户交互业务模式
特药领域负责人陈少峰谈道 ，

“今年，我们携手生态圈伙伴，启
动‘撑启未来———SMA 超级妈妈
全维支撑计划’， 为患者和他们
的家庭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守
护。 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集合
自身优势资源， 与多方紧密协
作，聚焦未尽之需，探索成功经
验，助益更多患者与家庭‘脚下
有路，心中有光’。 ” （徐辉）

罗氏制药中国携各界为 SMA患者
家庭打造全方位支持体系


